
沈阳市十六届人大
二次会议文件(１５)

关于沈阳市２０１８年预算执行情况和

２０１９年预算草案的报告(书面)

———２０１９年１月８日在沈阳市第十六届

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

沈阳市财政局

各位代表:

受市人民政府委托,现将沈阳市２０１８年预算执行情况和

２０１９年预算草案提请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,并请市政协

各位委员提出意见.

一、２０１８年预算执行情况

２０１８年,全市财政工作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,在市人大依

法监督和市政协民主监督下,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

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,按照高质量

发展要求,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,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

为主线,解放思想,严格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工作部署以及市

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决议,有力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.

(一)落实市人大预算决议情况

２０１８年,全市财政工作任务繁重,一方面国家持续实施减

—１—



税降费政策,对全市财政收入增长带来较大影响.另一方面,保

养老金发放、保债务偿还、保民生、保工资及运转以及振兴发

展、国资国企改革、污染防治等各项支出压力巨大,财政收支矛

盾突出.面对压力,全市财政工作紧紧围绕市人大预算决议,完

善收入征管、统筹调控支出、坚持依法理财,全市一般公共预算

收入实现７２０６亿元,完成预算的１０３６％,增长１０％.一般公

共预算支出实现９６４９亿元,增长１２９％,其中重点民生支出

７７６４亿元,增长７８％,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８０５％,

支出结构更加优化,管理方式科学规范,预算执行平稳高效,财

政风险总体可控,主要工作情况如下:

１．积极主动履职,全力实施积极财政政策.

严格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打好三大攻坚战等战略部署,

全力推动加快转型升级、提升城市品质、保障改善民生等全市重

点工作顺利实施.

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.严格落实我市出台的振兴实体经济、

鼓励扩大投资、消费及出口等重大政策,筹措资金６８３亿元,

推动制造业、新兴产业、现代服务业、农业等重点产业转型升级

以及科技创新驱动,加快推进宝马新工厂、新松机器人、东软大

健康等重大项目及重点企业发展.积极发挥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基

金及沈阳市应急转贷资金作用,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.完成国

家小微双创三年示范工作,累计兑现财政补贴２７６亿元,支持

新增市场主体１７３万户,集聚创业人员１０万余人;落实 “三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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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回”等人才政策,新引进各类人才１万余人.规范推进PPP

项目,做好物有所值评价、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等相关工作,总

投资额达１１１１亿元的沈阳市城市快速路网项目成功实施.制发

«沈阳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»,筹集资金２０亿元,组建

多支政府投资引导基金,带动社会资本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创

新创业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发展.

着力提升城乡品质.全年投入城建资金１５１亿元,加速推动

地铁、路桥等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,提升城市承载力.大力

支持 “三城联创”工作,加快推动拆违、老旧小区改造、背街小

巷改造、农贸市场改造等市容环境整治.投入污染防治资金

４７９亿元,推动实施黑臭水体及运河水系治理、污水处理、老

虎冲及大辛垃圾场渗沥液处理等项目;落实淘汰燃煤锅炉、脱硝

补贴、秸秆综合利用、农村绿化造林、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等项

目,促进我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２８６天,推动打赢污染防治

攻坚战.

持续巩固精准脱贫成果.积极落实 «关于统筹整合资金支持

打好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»,下放审批权限,推进 “大专项＋

任务清单”管理模式,调动区县 (市)积极性.强化扶贫资金管

理,采取预拨清算等方式加快资金拨付进度,保障扶贫攻坚项目

顺利实施.建立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制,逐步将各级各类财

政扶贫资金纳入监控范围,提升扶贫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有效

性.全市共投入扶贫攻坚资金８７亿元,大力实施产业扶贫、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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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扶贫、教育扶贫、住房扶贫和社保扶贫,为我市脱贫攻坚工作

顺利开展提供资金保障.

全力保障民生政策落实.坚决落实养老保险提标政策,企业

养老金人均提标５３％、机关事业养老金人均提标４％、城乡居

民养老保险人均提标２３元/月.全市财政共拨付补助资金１１９５

亿元,保障企业养老保险金按时足额发放.拨付就业补助５９亿

元,用于公益性岗位、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等支出,确保就业困难

群体各项待遇落实.开展失业保险 “援企稳岗”,发放补贴５７

亿元,惠及企业６７００余户.投入资金３６７亿元,严格兑现居民

医保及新农合提标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等医药卫生刚性

支出政策.落实救济救助资金１０１亿元,保障城乡低保及特困

人员救助.投入资金１５亿元,落实高龄老人补贴、区域性居家

养老服务中心建设、养老机构建设及运营补贴等,持续加大养老机

构建设投入.

稳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.优先发展教育事业,全市投入资金

１１５２亿元,落实学前教育奖补、义务教育学校经费保障、 “弹

性离校”课后看护补助、市属高校学科建设以及扶困助学等支

出.全市投入１１９亿元,推动文化、体育等事业发展.支持推

进盛京皇城创建国家５A级景区,加快创建我市特色历史文化旅

游品牌.落实成品油补贴、公交公益人群补贴等,保障公益人群

享受乘车优惠,减轻公交企业运营压力.支持推广应用沈阳市智

慧停车平台,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公共立体停车设施,新增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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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泊位２０万个,有效缓解 “停车难”问题.推进 “智慧城市”

建设,安排专项资金２２亿元,推进政府大数据资源的深度整合

与共享开放.

２．深化改革创新,全力激发振兴发展活力.

以完善体制机制为动力,推动国有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、县

乡和开发区以及财税管理改革,促进经济协调发展.

支持国有企业改革.积极筹措资金２４１亿元,对盛京资产

公司、盛京金控集团、城投集团、产投集团增加注册资本金,推

进我市搭建 “３＋１＋N”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体系,进一步提

高公司资产规模和融资能力.筹措资金１１４亿元,积极稳妥推

进４２７户厂办大集体改革、市属一级企业 (集团) “三供一业”

分离移交、全市２４５户 “僵尸企业”处置工作.积极落实国企改

革政策清单,加速推进我市国企改革进程.

推进机关事业单位改革.积极梳理事业单位改革相关财税政

策,研究制定市直５４８户事业单位改革预算经费划转、国有资产

划转等政策措施,明确改革过程中涉及的财务清算、核算、改革

前后财务事项交接、财务指标划转等事项,为涉改单位实际操作

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.积极推进市直８１户生产经营性事业单位

改革,认真梳理单位性质、人员编制及经费保障渠道,保障经营

性事业单位改革工作平稳过渡.提早研究我市党政机关改革相关

经费预算预拨调整方案等配套工作,为党政机关改革顺利开展打

好基础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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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县乡及开发区管理体制机制.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,

出台 «关于优化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机制的意见»,指导四区、县

(市)按照因地制宜、统分结合、分灶吃饭原则,稳步推进乡镇

财政管理体制改革,支持乡镇设立独立国库,调动了乡镇结合本

地实际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自主性.制定 “飞地经济”税收政

策,对乡镇招商引资企业入驻乡镇外工业园区的,给予招商引资

乡镇税收分成激励.完善开发区财政管理体制,出台开发区 (园

区)市级税收收入增量５０％奖励政策,目前我市１６个开发区均

实现财政 (财务)预决算独立,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已实现

财政独立运行.

深化财税管理改革.围绕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,扎实推进

预算制度改革,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,２０１８年在足额保障

各项重点支出后,统筹财力３７１亿元转入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

基金,用于保障以后年度预算收支平衡.健全全口径预算体系,

调整完善支出定额体系和财政预算审核标准,按照零基预算原

则,区分轻重缓急安排预算.完善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,

细化市本级项目预算绩效管理,编制部门项目预算时同步编制项

目支出绩效目标,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.紧跟国家税制改革步

伐,全力支持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;明确环境保护税体制,积

极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.

３．强化资金统筹,全力提升财政保障能力.

妥善缓解减收增支压力,多渠道筹集资金、加快预算执行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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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资金动态平衡,更好地发挥财政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

重要支柱作用.

积极组织收入.始终坚持依法征收,切实发挥综合治税体系

作用,不断完善税收征管.结合全年收入预算目标及各地区发展

实际,盯紧收入时序进度,按月组织重点行业及主体税种收入,

努力提高收入质量,确保收入真实、客观、准确.一年来,全市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始终保持在１０％以上,全年一般公共预

算收入及税收收入总量均位列全省第一,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

算收入比重达８０２％,收入质量排在全省前列.

努力争取上级支持.严格按照上级项目申报管理程序,密切

跟踪国家有关政策,积极申报,精准对接,全力争取,为全市振

兴发展和补齐民生短板提供有力的资金补充.如:通过积极筹备

和认真答辩,成功入围国家首批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,３年内

可获得国家专项资金６亿元;争取上级下达我市企业养老保险、

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补助资金１１０８亿元;

争取困难群众救助、就业、退役士兵安置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

补助资金３４６亿元;积极向省汇报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

的筹备建设情况及项目面临的困难,获得省补助资金１亿元等

等.２０１８年,全市共争取上级财政补助资金２３１３亿元,增长

１０４％.

加快支出预算执行进度.对于项目已明确、论证已充分的资

金,按年初预算直接拨付.对于政策、标准等已明确的经常性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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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,按一定额度先行下达资金,年底据实结算.全力保障已确定

的工程类项目和重大投资类项目前期费,盯紧项目进度及时拨付

资金.出台 «沈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»,规范了理财

程序,督促各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切实采取措施推进项目实施,推

动财政资金尽快、尽早使用,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.

强化资金统筹平衡.完善资金使用动态调整机制,继续按规

定收回结余结转资金,加强国库集中支付动态监控,及时发现预

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,压减调整年初预算内执行进度较慢或难以

执行的其他项目资金用于急需保障的重点项目支出,缓解财政收

支压力.做好跨年度项目计划与预算安排,测算好项目当年资金

需求,原则上当年安排当年支出完毕,以后年度需求按照预算编

制审批程序纳入以后年度预算,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用.

４．坚持守住底线,全力防范财政潜在风险.

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意识,强化财政风险监测和评估预警,

妥善应对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、政府债务偿还、困难区县

(市)保工资、保运转等支付风险,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

攻坚战.

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.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,坚持

厉行节约,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及 “三公”经费支出,规范使用

专项资金,硬化预算约束,严控预算之外追加支出,坚持按照省

委提出的 “先生活、后生产”原则,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按照保

养老金发放、偿还政府债务、保民生、保工资及运转的顺序优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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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.

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.建立完善我市政府债务风险管理

“闭环”工作体系,成立预算管理和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工作推

进组,统筹政府债务管理、风险事件应对和债券发行等工作.定

期调度并考核债务化解偿还等情况,对问题做到早发现、早处

置.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债券,２０１８年,我市发行新增债券２５６

亿元,置换债券１４９４亿元,再融资债券９２７亿元,我市政府

债务结构进一步优化.从２０１５年开始,我市已累计争取置换债

券１５８２９亿元,每年可节约利息５０余亿元.严格落实省政府三

年化债行动计划,切实采取措施化解债务,２０１８年化解政府性

债务２０２亿元,提前两月完成省政府下达的１９５亿元化债任务,

进一步降低政府性债务风险.

增强各地区抵御财政运行风险能力.落实国家防范化解隐性

债务风险要求,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,化解隐性债务存量,避

免隐性债务风险向财政支付风险传导.积极应对企业养老基金收

支缺口,强化养老保险费征管,持续加大财政补助力度,积极争

取获得企业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１４７亿元,并全部下达到存在

基金收支缺口的地区.同时市本级调度资金３３７亿元,继续对

存在基金收支缺口的地区给予７０％筹款支持.此外,预算执行

中,市本级持续加大对各地区补助力度,共下达各地区财力性转

移支付２８６亿元,切实保障了各地区养老金发放、工资发放、

机构运转等刚性支出需求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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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强化依法理财,全力提升财政服务监管水平

严格执行预算法,优化营商环境,强化财政、财务监管,广

泛接受各方监督,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更加规范、安全、透明.

严格落实各类巡视、审计及督查整改要求.强化审计监督整

改力度,全年共迎接国家、省、市各级各类巡视、审计及督查

１６次,针对发现的问题,督促跟踪整改落实并获得充分肯定,

预算执行审计问题整改率达９７％,创历史新高.同时,坚持对

出现的问题举一反三,建立及完善长效机制,推动财政管理合

理、科学、规范.积极清理偿还政府拖欠工程款,严格执行日报

告、周调度制度,明确时间节点,细化偿还计划.持续推进预决

算信息公开,及时公开政府预决算、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等信息,

按月向社会公开财政预算执行情况,高度重视社会监督并积极回

应各方关切,我市财政透明度排名位列东三省之首.

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.坚决维护人大预算审查监督职权,

主动接受人大对预算执行动态实时监督,推进各地区财政与同级

人大预算联网监督,为人大提高依法监督针对性和时效性提供抓

手.建立向市人大汇报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,首次向市人大常

委会报告沈阳市国有资产及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情况.坚决落

实人大政协各项建议提案,坚持问题导向,逐条对照梳理,找问

题、定措施、补短板,结合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人民群众关心

的热点难点问题,完善相关支出预算和政策,建立长效机制,不

折不扣地贯彻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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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财政管理服务.围绕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,严格落实各

项减税降费政策,完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目录清

单并公开宣传,取消免征９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１项政府性基

金,切实降低企业发展成本.以 “多规合一”为统领,支持项目

审批综合管理平台及子平台运行与维护,完善项目生成机制,推

动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.贯彻落实政府支出经济分类改

革要求,规范收支核算与财务管理.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

革,市本级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业务上线试运行.简化政府

采购程序,出台 «沈阳市创新产品政府首购订购实施暂行办法».

研究制定市级行政单位资产配置标准,推进国有资产产权登记.

优化政府投资建设项目预决算审核服务,保障建设资金使用安全

规范.

加强干部队伍建设.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,准确把握习

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深刻内涵和

现实意义,不断在理财实践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.推动全面从严

治党,狠抓廉政建设不放松.推进财政内控制度建设,梳理、优

化和改进财政财务工作流程.落实好省 “重实干、强执行、抓落

实”专项行动要求,坚决完成挂图作战任务,切实转变工作作

风.加强财政调研,注重政策解读,强化对各地区财政业务指

导,财政、财务干部的业务素质和综合能力进一步提高.

(二)２０１８年预算收支情况

１．一般公共预算.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７２０６亿元 (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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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数,下同),增长１０％,完成年初预算１０３６％.其中:税收

收入 ５７８１ 亿 元,增 长 ７９％;非 税 收 入 １４２５ 亿 元,增 长

１９３％.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达到８０２％.

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９６４９亿元,增长１２９％.

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: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
７２０６亿元,加上上级财政补助收入３６７９亿元、上年结余收入

(含结转,下同)５４７亿元、一般债务转贷收入１９１４亿元、调

入资金４３９亿元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９３亿元,总收入合

计１４１７９亿元;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９６４９亿元,加上上解上级

财政支出１８３４亿元、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１７４２亿元、安排预算

稳定调节基金３８６亿元、结转下年支出５６８亿元,总支出合计

１４１７９亿元,实现收支平衡.

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９３７亿元,增长１９％,完成年初

预算的１２０５％.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０５３亿元,增长５７％.

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是: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
９３７亿元,加上各地区财政上解市收入３４９３亿元、上级财政

补助收入３６７９亿元、上年结余收入５３６亿元、一般债务转贷

收入１９１４亿元、调入资金１４４亿元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

３８７亿元,总收入合计１１０９１亿元;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４０５３

亿元,加上上解上级财政支出１８３４亿元、市对下补助２３４１亿

元、一般债务还本支出６３２亿元、一般债务转贷支出１３０８亿

元、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７１亿元、结转下年支出５５２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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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,总支出合计１１０９１亿元,实现收支平衡.

２０１８年市本级预备费支出１６亿元,主要用于扫黑除恶、

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、市民服务中心改造、防汛抗旱、信访维

稳、对口支援三峡库区忠县等支出.

２０１８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重点科目支出情况:

教育支出２０７亿元,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２８５亿

元,市本级用于教育方面资金共计４９２亿元.主要是:投入

８８亿元,全面提升校园基础设施水平,解决部分地区学位紧张

和大班额问题.投入１７亿元,提高学前教育奖补标准,支持普

惠性学位扩增,推动城乡公办与民办幼儿园均衡发展.拨付５２

亿元,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政策,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各学

校运转及改善办学条件.投入１３亿元,支持我市中小学弹性离

校工作.拨付１亿元,落实农村校车和寄宿生伙食补贴政策.投

入１９亿元,落实我市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及中等职业学校生均

公用经费政策.投入１２亿元,支持市属高校学科建设和转型发

展.投入０８亿元,落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保障政策,保障

全市高中学校基本运转和办学条件改善.支持全市２７３所中小学

体育场向群众免费开放.

科学技术支出１２３亿元,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１

亿元,市本级用于科技方面资金共计１３３亿元.主要是拨付

１７亿元,支持 “双百工程”计划、未来产业技术研发等计划项

目,着力打造东北亚科技创新中心;投入１亿元,支持科技小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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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培育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,引导创新资源和要素的集聚,加快

企业创新发展和成长壮大.投入１５亿元,支持沈阳材料科学国

家研究中心、东软医疗人工智能平台研发等重大科技项目建设;

投入１亿元,推动制造业智能升级,助力东北亚先进装备智能制

造中心建设.投入０８亿元,支持新型研发机构等科技创新平台

建设,探索构建以协同创新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支撑体系;投入

１５亿元,支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航空等新兴产

业发展.投入２６亿元,用于扶持各类科研院所机构提升科研专

业水平,鼓励专利创新和转化,改善科普场馆基地硬件设施环

境,推动科技和社会科学普及等.

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８８亿元,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

金等００４亿元,市本级用于文体方面资金共计８９亿元.主要

是:保障市图书馆、市少儿图书馆、群众艺术馆、 “九一八”

历史博物馆等文博场馆全年免费向公众开放;加大非遗保护力

度,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,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,建设

７９个传习基地.组织大学生文化节、“庆新春”等各项群众文化

活动.支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工作,支

持故宫、张氏帅府等古建筑场馆维修维护.推动沈阳出版集团玖

伍文化商城等文化产业项目建设.支持免费艺术培训、文艺演出

等艺术惠民工作.保障沈阳马拉松、“和平杯”国际青少年足球

赛等大型赛事举办.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５３２亿元,加上政府性基金以及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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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２８２亿元,市本级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方

面资金共计１８１４亿元.主要是:全力保障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

老金发放,并将标准提高了５３％,推进机关事业养老保险改

革,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.确保９万城乡低保及城乡

低保边缘户、城乡特困人员、重点优抚对象两节临时救助、城乡

最低生活保障、医疗救助等各项政策待遇的落实.积极推动自然

灾害生活救助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工作.

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及自主创业人员扶持力度.全面落实各项优

抚政策,保障退役士兵安置,增强退役士兵就业竞争能力.落实

军队移交地方离退休干部及无军籍职工人员经费及医疗保险、医

疗补助等各项生活待遇政策.

医疗卫生支出２５亿元,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１２７

亿元,市本级用于医疗卫生方面资金共计３７７亿元.主要是:

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提

高到每人每年４９０元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提高到每人每

年５５元等提标政策.及时拨付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补助,确

保公立医院改革后正常运转,拨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奖

补资金,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常运转.支持市属医院重点学

科建设,给予沈阳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等１０个学科

重点支持.

节能环保支出２８６亿元,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

２４亿元,市本级用于节能环保方面资金共计３１亿元.主要是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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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淘汰燃煤锅炉、脱硝补贴等抗霾项目及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应

急工作能力建设、环保监控能力建设等项目支出.落实黑臭水体

集中整治及运河水系综合治理项目.按照环保督察要求,实施老

虎冲、大辛垃圾场渗沥液应急处理工程.

城乡社区事务支出２７４亿元,加上政府性基金、补助各地

区转移支付资金以及在节能环保、交通运输和住房保障、债务还

本支出等四个科目中核算的支出１２３６亿元,城市建设方面投入

共计１５１亿元.主要是:推进地铁四、九、十号线续建工程;完

成中央大街、东塔跨河桥、怒江北街、陵园北街南段、小北关街

平改立项目;实施老旧住宅区改造、公租房建设收购等民生项

目;实施新建、改建公交站务室、候车廊等公交都市配套项目;

实施一河两岸浑河滩地及重要节点景观提升工程,美化城市环

境;完成裸露地面覆盖、整治背街小巷、拆除违章建筑、农贸市

场改造;完成垃圾收集站 (压缩箱)密闭棚、道路果皮箱、公

厕、垃圾分类等政府采购项目;开展特色小镇建设;建设 “四

好”农村路,实施农村改厕项目,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.

农林水事务支出８３亿元,加上政府性基金以及补助各地区

转移支付资金３７８亿元,市本级用于农林水事务方面资金共计

４６１亿元.主要是:拨付６８亿元,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

策,补贴农户６４１万户.拨付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２９亿元,

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全程机械化需求.提高退耕还林补贴

标准并延长补助年限,拨付１１亿元,巩固退耕还林成果.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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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贫发展资金,扶持建档立卡贫困户１８１７６人、６０个贫困村和１

个省级贫困县 (康平县),帮助全市年人均收入低于６０００元的相

对贫困人口２５０００人脱贫.投入１９亿元,落实农村电子商务发

展、非洲猪瘟疫情防控、设施农业、寒富苹果等项目资金需求,

推动现代农业发展.安排专项资金２亿元,落实沈阳市支持县域

经济发展若干政策.投入５亿元,支持河流整治、农田水利、防

汛抗旱及其他水利发展项目.支持实施农业综合开发,做好一事

一议村内道路和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.

交通运输支出９８亿元,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５３

亿元,市本级用于交通运输方面资金共计１５１亿元.主要是:

拨付公交行业成品油补贴４９亿元,化解了成品油价格调整对公

交行业的运营影响,缓解了城市公交、农村道路客运、出租车等

行业的运营压力.筹集２８亿元,新增、更新公交车辆.投入２

亿元,用于公交企业公益性补贴,惠及人群达到３３亿人次.

住房保障支出８亿元,加上补助各地区转移支付资金２９亿

元,市本级用于住房保障方面资金共计１０９亿元.主要是保障

地铁丽水新城三期工程等公共租赁住房建设.收购民欣家园、雪

莲雅居公租房.完成棚户区改造１６６万套,实施农村危房改造

３９１户.

２．政府性基金预算.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４０８８亿元,增

长９２６％.其中:土地出让收入３７８２亿元,增长９８７％.全

市政府性基金支出３５５８亿元,增长６９４％.其中:城乡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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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支出３２５６亿元,增长６８５％.

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４０８８亿元,加上上级财政补助收入

１６亿元,上年结余收入７亿元,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７６２亿元,

调入资金９１亿元,总收入合计５０２７亿元;全市政府性基金支

出３５５８亿元,加上上解上级财政支出 ０２ 亿元,调出资金

２６８亿元,专项债务还本支出７６２亿元,结转下年支出４３７

亿元,总支出合计５０２７亿元,实现收支平衡.

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１５０１亿元,增长８４８％.其中:

土地出让收入１４０５亿元,增长９１８％.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

出１１９９亿元,增长５２２％.其中:城乡社区事务支出１１１１

亿元,增长４６６％.

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１５０１亿元,加上上级财政补助收入

１６亿元,各地区财政上解市收入００２亿元,上年结余收入５１

亿元,专项债务转贷收入７６２亿元,调入资金９亿元,总收入

合计２４２亿元;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１１９９亿元,加上上解上

级财政支出０２亿元,补助各地区财政支出６５亿元,调出资金

１３亿元,专项债务转贷支出４６７亿元,专项债务还本支出

２９５亿元,结转下年支出３７９亿元,总支出合计２４２亿元,实

现收支平衡.

３．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.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

５７亿元,增长６２３％,其中:利润收入０３亿元,产权转让收

入５４亿元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６５亿元,增长５９５％,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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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是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等支出.

４．全市社保基金预算.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６８５６亿元,

增长２１８％;社会保险基金支出６８９８亿元,增长２３８％.企

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３８３３亿元,增长９％,其中:各

级财政补助１１９５亿元,增长１２６％;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

基金支出４０７５亿元,增长１１４％.

５．全市地方政府债务情况.２０１８年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

１９５５８７亿元,其中:一般债务１００４１７亿元;专项债务９５１７

亿元.２０１８年发行新增债券２５６亿元,置换债券１４９４亿元,

再融资债券９２７亿元.２０１８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１６８５４

亿元,其中:一般债务余额９２１６亿元,专项债务余额７６３８亿元.

以上有关预算执行的具体情况详见 «２０１８年沈阳市预算执

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沈阳市预算草案».上述预算执行数字,在财政

决算后将会有些变化,届时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.

总的看,在宏观经济复杂多变、政策性减收增支影响明显、

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困难形势下,我们保障了各项重点支出需

求,实现了年初收支预算目标,这是市委科学决策、正确领导的

结果,是市人大、市政协加强监督、有力指导的结果.但同时,

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:当前,全市财

力规模相对较小、刚性支出压力大、财政调控能力不强;财政资

金使用节约意识、效益意识还需加强,预算单位计划和财务管理

等基础性工作比较薄弱;个别地区保养老金发放、保政府债务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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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、保工资发放方面困难加大,收支矛盾突出.为此,我们将高

度重视这些问题,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.

二、２０１９年预算安排情况

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,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

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.我市振兴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

遇和挑战.

一方面,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,外部经济环境发

生深刻变化,我市经济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期和攻坚

期,振兴发展相关政策效应还有待进一步释放,加之国家将出台

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,我市财政收入增长将面临很大压力.

同时,我市稳定经济增长、持续改善民生、全面深化改革等各项

政策将进一步增加资金保障压力,２０１９年财政收支矛盾仍将突

出.

另一方面,在看到困难的同时,更要把握重大机遇.习近平

总书记亲临东北考察,并在沈阳就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发表的重要

讲话,为新时代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打开了新思路、确立了新坐

标、明确了新任务,鼓舞士气、振奋人心.近年来全市上下大力

激活发展新动能、狠抓重大项目建设、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,都

将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.为此,我们将进一步鼓

足干劲、迎难而上,积极落实市委决策部署以及市人大、市政协

各项决议,认真做好２０１９年财政工作,全力以赴完成各项目标,

助推沈阳高质量发展、新时代振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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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９年全市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: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习

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

话精神,根据中央及省委、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,认真落实

“五个坚持”要求,着力补齐 “四个短板”、奋力推进 “六项重点

工作”,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,以深入解放思想为先导,以优化

营商环境为基础,实施开放创新双轮驱动,激发市场主体活力,

加快产业转型升级,统筹抓好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

生、防风险、保稳定等工作.紧紧围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,发挥

财政资金引导扶持作用,支持重点产业、企业和重大项目建设,

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.坚持以人民为中心,抓住人民最关心

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,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,推进基本公

共服务均等化.严格落实支出保障顺序,增强节约意识、效益意

识,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,集中力量解决重点问题.完善财政

管理体制机制,加强政府债务管理,强化财政风险防控,持续推

进预算绩效管理,构建高效安全的现代财政运行体系.

(一)２０１９年财政收支政策和重点支持方向

全面贯彻国家、省关于编制２０１９年预算的要求,继续落实

积极的财政政策,进一步发挥财政资金和政策对沈阳振兴发展、

深化改革、改善民生、防范风险的支持和保障作用.收入预算坚

持实事求是、积极稳妥.充分考虑主要经济指标预期情况及落实

减税降费等因素,合理预测各项收入,统筹各类资金引导撬动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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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和社会资本,最大限度提升资金保障能力.支出预算坚持厉行

节约、突出重点.从严控制非急需、非刚性支出,优先保障养老

金发放、政府债务偿还、民生支出、工资和机构运转.全方位对

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东北振兴提出的 “六项重点工作”,全

面发挥财政保障全市重大战略部署有效落实的基础和支柱作用.

１．优化营商环境.严格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,加强政策

宣传公开,简化操作流程,确保减负政策落细落实.推动金融要

素市场建设,拓展融资担保、融资租赁业务,推进解决企业融资

难问题,为民营经济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,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

强.切实兑现各类招商引资政策,加快清理偿还政府拖欠企业工

程款,分类制定偿还措施,打造诚信政府.优化人才环境,推进

实施 “人才高地”战略,鼓励优秀人才在沈落户,完善就业服务

体系,推动创业创新空间及公共服务载体建设.继续完善 “３＋１

＋N”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体系,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.全面推

进厂办大集体改革,推进国有企业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.推动

市属国有企业 “一企一策”改革,积极筹措资金支持 “僵尸企

业”通过重组、破产等方式实现分类处置.

２．培育壮大新动能.深入实施振兴实体经济、鼓励扩大投

资、消费等重大政策,支持宝马新工厂、中航发燃机、新能源推

广应用等重大项目建设.推进实施沈飞新工厂项目,推动军民深

度融合发展.丰富财政保障手段,统筹财力资源完善政府投资引

导基金体系,并推动相关项目落地、建设、投产、达效.深入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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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以国家自主创新区建设为契机,优化

科技专项资金支出结构,精准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小巨人企

业,深入实施科技创新 “双百工程”,完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

扶持政策,重点向核心示范园区、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、重大产业

项目倾斜.

３．支持构建协调发展新格局.完善市本级产业专项资金体

系,推动农业、装备制造、新兴产业、金融、现代物流、旅游会

展等产业优化升级,推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.围绕深入实施乡

村振兴战略,持续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,进一步发挥财政

体制功能,以落实 “飞地经济”政策为突破口,完善成本共担和

税收分享机制,继续推进涉农专项转移支付和涉农基建投资分类

统筹整合,下放项目资金管理权限,赋予县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

的自主权和灵活度,推进县域经济发展.完善转移支付制度,加

大对困难地区财力倾斜力度,防范区域性财政运行风险.进一步

推进支持优化城乡空间布局,推进存量土地攻坚,加快推动轨道

交通、路桥等重点项目建设,逐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,支持完善

水、电、气等公用设施,推进老旧管网改造及老旧小区改造工

程.建设美丽宜居示范村,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协调发展.继续加

强城乡结合部、背街小巷的综合管理,切实巩固创城成果.

４．巩固提升绿色发展成果.深入推进污染防治,实施蓝天、

碧水、青山、净土和农村环境治理五大工程,持续抓好大气污染

治理、黑臭水体污染治理等重点工作.实施生活垃圾、餐厨垃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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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等项目,推进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建设,推动城乡环境提

档升级.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,足额落实退耕还林补贴,继续

支持秸秆综合利用及农村新能源利用.积极发挥农业生产发展、

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、林业生态保护恢复、重大水利工程、农业

综合开发等专项资金作用,重点支持现代农业产业园、设施农

业、都市农业、农业品牌、农村电子商务、农村造林、农田水利

等项目建设,促进农业增产增效.

５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.围绕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,

加快推动重大开放平台发展,深入实施辽宁自贸试验区沈阳片区

发展相关财税政策,推动自贸区建设运行.推动中德产业园等开

发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并培育特色产业群,支持重点园区在汽车

及零部件、机械装备、航空航天等产业领域与国外先进技术国家

开展合作.落实沈阳———法兰克福、沈阳———洛杉矶航线支持政

策,提升沈阳国际空港口岸功能.实施鼓励扩大出口政策,对出

口企业研发项目及外贸企业扩大出口增量进行补助.加强与 “一

带一路”节点城市的铁路骨干支线网衔接,构建安全、高效、便

捷的国际贸易大通道.

６．补齐民生领域短板.全面落实各类社保对象待遇政策,

推动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安全有效运行.落实各

类就业补贴政策,抓好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军人、困难群体等就业

服务,着力促进充分就业.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,落实居民医

保、新农合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资金.强化县级公立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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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、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,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

务能力.支持巩固精准脱贫成果,加大产业扶贫资金投入力度,

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.加大对城市低收入群体以及农村困

难家庭的扶贫救助力度,落实教育、健康、低保等扶贫政策.完

善养老服务体系,支持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及社区养老服务

站建设.加大教育事业经费投入,优化教育支出结构,推进教育

薄弱地区及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重点教育项目,力争消除学校大

班额问题.推进国家学前教育改革实验区建设,支持扩大普惠性

学前教育资源;落实中小学弹性离校政策;推进高中课程改革、

高校学科建设及现代职业教育发展.支持文体惠民,保障 “九一

八”历史博物馆、市图书馆、群众艺术馆、全民健身中心有序运

营,推进学校体育设施向社会公众开放.继续推动完善公共安

全、公共交通、菜篮子、食品药品安全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.

(二)２０１９年收支预算草案

按照上述预算编制指导思想、财政收支政策及重点支出方

向,对２０１９年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

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统筹安排如下:

１．一般公共预算草案.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７７１亿

元,增长７％.其中:税收收入６３０１亿元,增长９％;非税收

入１４０９亿元,下降１２％.

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７７１亿元,加上已确定的上级财

政补助收入等３０９９亿元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７１亿元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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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转贷收入２０亿元,同时扣除上解上级财政支出１９６５亿元

后,当年可供安排支出的收入规模为９４１６亿元.

按照收支平衡的预算编制原则,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

９４１６亿元.其中: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安排１７４５亿

元;地方财力安排７６７１亿元.

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８５亿元,比上年预算增加

７３亿元,全部为非税收入.

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８５亿元,加上各地区财政上

解市财政收入３７３３亿元、已确定的上级财政补助收入等３０９９

亿元、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３７１亿元,债券转贷收入９亿元,

并扣除上解上级财政支出１９６５亿元、已落实到项目和地区的市

对下返还性补助及转移支付补助１９１２亿元后,当年可供安排支

出的收入规模为４２６７亿元.

按照收支平衡的预算编制原则,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

排４２６７亿元.其中:上级财政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安排１３５６

亿元;地方财力安排２９１１亿元.主要科目支出安排情况:教育

支出２４９亿元;科技支出２１８亿元;农林水事务支出６８亿

元;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５６８亿元;卫生健康支出２２６亿元;

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９亿元;节能环保支出２２６亿元;城

乡社区支出２５９亿元;住房保障支出８７亿元.

市对下返还性补助及转移支付补助１９１２亿元,其中:返还

性补助２８１亿元、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９２６亿元、专项转移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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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７０５亿元.

２．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.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

３０４６亿元,下降２５５％,其中:土地出让收入安排２８３亿元,

下降２５２％.

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３０４５亿元,其中:上级财政

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安排０３亿元,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扣除上

解上级０４亿元后,安排支出３０４２亿元.其中:城乡社区事务

支出安排３００８亿元.

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安排１４１亿元,下降６１％.其

中:土地出让收入安排１３０９亿元,下降６８％;

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安排１４０７亿元,其中:上级财

政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安排０１亿元,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扣除

上解上级０４亿元后,安排支出１４０６亿元.其中:城乡社区事

务支出安排１３７１亿元.

３．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

安排１４３亿元,其中:当年利润收入安排２９亿元,产权转让、

上级补助、上年结余等其他收入１１４亿元.国有资本经营预算

支出安排１４３亿元,其中: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

１２５亿元,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等１８亿元.

４．社保基金预算草案.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安排７１９８

亿元,增长 ５％;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安排 ７５９５ 亿元,增长

１０１％.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安排４０２８亿元,增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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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１％,其中各级财政补助１３１５亿元,增长１０％;企业职工基

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安排４４８３亿元,增长１０％.

以上有关预算安排的具体情况详见 «２０１８年沈阳市预算执

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沈阳市预算草案».

(三)２０１９年财政重点工作

２０１９年,我们将认真落实市委、市人大各项决策部署及工

作要求,围绕上述财政收支政策及预算安排,推动全市各项重点

工作落实到位,确保完成全年各项预算目标.

１．坚持多措并举,扎实提升财政保障能力.深化财源建设,

集中有限的财力推进 “符合地区实际”“投入效益更好”“优势充

分释放”的项目,在 “输血”同时,增强 “造血”功能.加强税

收收入组织,规范非税收入征管,提高收入质量,努力完成全年

收入预算目标,为力争实现５年内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过千亿

奠定基础.增强市场意识,处理好加大投入和创新方式的关系,

加速推进政府投资引导基金设立进程,尽早体现引导目标.加速

推进PPP项目实施,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加大对我市重点领域

及重点项目的投入.同时,结合我市振兴发展实际,强化与上级

政策精准对接,积极与上级部门做好沟通汇报和工作对接,做足

前期工作,争取上级专项资金、政府债券等支持,加强上级资金

使用监管,缓解我市收支矛盾.

２．坚持对接政策,扎实做好预算执行.按照 “先生活、后

生产”原则,明确资金保障顺序,坚持 “先有预算,后有支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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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则,严控预算之外追加支出,对于国家、省政策明确规定、

市委、市人大确定的支出以及民生兜底支出需求,足额安排资金

保障,确保支出管理与国家、省、市各项民生及经济发展政策相

协调.规范使用项目资金,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,

既尽力而为、又量力而行.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,始终坚持厉

行节约,一般性支出压减５％以上.加快预算支出进度,督促预

算单位加强资金使用管理,尽早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.加强财

政资金统筹使用,继续按规定清理收回并统筹使用结余结转资

金.强化财政预算执行动态监控,推动项目计划落实、执行.

３．坚持科学规范,扎实构建现代财政制度.围绕健全规范

透明、标准科学、约束有力的全口径预算管理制度,加强项目滚

动计划与财政预算衔接,动态调整定额标准及预算编制审核标准

体系,从源头增强预算精准性.按照 “权责清晰、财力协调、区

域均衡”的原则,逐步厘清市与区县 (市)财政事权和支出责

任,合理确定市与区县 (市)政府在教育、养老、就业、生活救

助等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,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.深

化绩效管理,加快构建全方位预算绩效管理格局,建立全过程预

算绩效管理链条,加强绩效目标管理,积极开展市本级财政支出

绩效监控及评价工作,持续强化评价结果应用,切实做到花钱必

问效.积极对接机构改革,做好市本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经费指

标调整、资金划转等工作,合理保障改革后履职经费需要.继续

做好转企事业单位过渡期经费保障工作.完善现代国库管理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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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,指导具备条件的区县、乡镇推进本地区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

改革;巩固清理整顿财政专户成果,推进财政专户目录化管理.

加强库款管理,强化财政资金收付及调度,做好各项民生、改革

和重点项目资金保障.加强政府采购管理,持续提高采购效率,

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,逐步扩大购买服务范围和规模,提高公

共服务供给水平.

４．坚持关口前移,扎实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.继

续做好政府债务管理工作,进一步健全政府债务管理机制,加强

债务预算管理,２０１９年到期政府债务本息全额纳入预算,确保

及时足额还本付息,加快清理偿还政府拖欠企业工程款.强化债

务风险评估预警、限额分配等一系列配套措施,主动接受人大政

协和社会监督.开好规范举债的 “前门”,坚持政府债券资金用

于公益性项目的原则,切实发挥债券资金的使用效果.履行政府

债务管理主体责任,明确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举借政府债务的唯

一合法方式,坚决制止政府违法违规举债,规范操作PPP项目、

政府投资基金和政府购买服务,防止明股实债、财政兜底等问

题,从源头遏制隐性债务增长.进一步防范养老金支付风险,通

过加大财政补助力度、争取企业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及调度资金

等方式,多渠道保障困难地区企业养老保险金发放.

５．坚持依法理财,扎实提升财政履职服务水平.坚持正确

政治方向,贯彻落实 «预算法»以及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

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各项要求,积极采纳人大对重大政策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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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预算编制执行方面意见建议,自觉接受人大、政协监督,认

真办理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各项提案建议,使财政管理及资金

使用符合人民意愿,提升老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.强化财政监

管,重点关注扶贫、养老、重大项目等资金管理使用情况,严肃

财经纪律.巩固我市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成果,稳步拓展预

算公开的内容和范围,完善预算公开的方式方法,加强预算决算

公开情况检查,妥善处理公众疑惑和问询,扎实提升财政预算透

明度.强化各级巡视、审计问题整改,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、规

范.继续做好政府投资工程预决算审核工作,简化审核流程、提

高审核效率.严格执行财政内控制度,梳理财政财务管理风险点

及薄弱环节并加以改进.加强干部队伍建设,狠抓党风廉政工

作,持续落实 “重实干、强执行、抓落实”要求,坚持问题导

向,解决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,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和方法,提

高服务质量和水平,打造为民务实清廉的财政干部队伍.

各位代表,新时代呼唤着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,我们将高举

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,坚决贯彻市委的

各项决策部署,自觉接受市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,主动

接受社会监督,积极做好２０１９年财政各项工作,为决胜全面建

成小康社会、实现沈阳高质量发展、新时代振兴而努力奋斗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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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名词解释】

〔１〕一般公共预算: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

收入,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、维护国家

安全、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.

〔２〕政府性基金预算: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、行政

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、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

筹集的资金,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.

〔３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: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

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,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

项收支预算.

〔４〕社会保险基金预算: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根据国家预

算管理和社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编制,经法定程序审批、具有法

律效力的年度基金财务收支计划.

〔５〕非税收入:是指除税收以外,由各级政府、国家机关、

事业单位、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

力、政府信誉、国家资源、国有资产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、准

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者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.

〔６〕行政事业性收费:是指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代行政府

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等

有关规定,依照国务院规定程序批准,在向公民、法人提供特定

服务的过程中,按照成本补偿和非盈利原则向特定服务对象收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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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费用.

〔７〕预算稳定调节基金: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具有储备

性质的基金,在编制年初预算时,视预算平衡情况安排使用,基

金的安排使用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.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单

设科目,安排时在支出方反映,调入时在收入方反映.

〔８〕预备费:«预算法»第四十条规定,各级一般公共预算

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

备费,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

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.

〔９〕收支平衡:是指年度预算执行的结果,即总收入等于总

支出.若总收入大于总支出为预算结余;总支出大于总收入为预

算赤字.

〔１０〕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:是指财政部门、预算单位、人

民银行、财政国库业务代理银行,利用信息网络技术,取消纸质

凭证和单据流转,依据电子指令办理财政资金支付及清算等业

务,实现财政资金安全、高效运行的财政资金支付模式.

〔１１〕财政预算执行动态监控:是指财政部门根据财政国库

管理制度和相关财政财务管理规定,通过动态监控系统,按照

“事前预警有措施、事中发现有核查、事后违规有处罚”的原则,

实时监控财政资金支付、清算过程,对发现的违规问题及时纠正

处理,以防范财政资金支付使用风险、强化预算支出执行监管的

管理活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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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２〕财政内控制度:是指为了提高财政管理工作的质量和

效率,减少和消除财政管理风险,保护财政资金的安全、完整和

规范运行,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

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、措施和程序.是以风险管理为导向,由

业务部门内部控制、业务部门之间关联控制、考核监督部门专职

控制三个方面相互作用的内部管理机制.

〔１３〕地方政府债务:根据 «预算法»和 «国务院关于加强

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» (国发 〔２０１４〕４３号)等文件要

求,地方政府债务是指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,需要由各级政府

直接偿还的债务.主要包括２０１４年底经国家相关部委和各级政

府清理甄别锁定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、２０１５年以来发行的地方

政府债券及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中央转贷国际金融组织和外

国政府贷款.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,严格限定举债程序和

资金用途,并应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.除此之外,各级

政府还有为相关债务单位承诺提供担保或承担救助责任的或有债

务,具体分为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府可能承担救助责任

的债务.政府或有债务一般不需要由各级政府直接偿还,但如债

务单位无力偿还或有债务本息,政府需依法履行代偿义务.地方

政府债务和政府或有债务统称为政府性债务.

〔１４〕地方政府债券:是指在国家下达的限额内 (包括置换

政府存量债务限额和政府新增债务限额),省级政府自身发行或

代为市县政府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.除中央转贷地方的国际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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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外,新增债务和置换债务按现行政策规定都

应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举借.

〔１５〕现代财政制度: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

调,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,主要包括:建立权责清晰、财力

协调、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;建立全面规范透明、标

准科学、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,全面实施绩效管理;深化税收制

度改革,健全地方税体系.

〔１６〕预算绩效管理:２０１８年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了

«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»,力争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

管理为关键点和突破口,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,提高公共服务

供给质量.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工作主要是创新预算管理方式,更

加注重结果导向、强调成本效益、硬化责任约束,力争用３―５

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,

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,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

效益,改变预算资金分配的固化格局,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和政策

实施效果,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.

〔１７〕政府投资引导基金:是指政府出资设立,采取股权投

资方式,按照市场化母基金模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.引导基金主

要采取与社会资本合作发起设立专项基金或参股其他各级政府设

立的股权投资基金模式运作,也可适当直接投资需要扶持的产业

项目.

〔１８〕政府采购:也称公共采购,是指各级国家机关、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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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,采取竞争、择优、公开的形

式,使用财政性资金,以购买、租赁、委托或雇佣等方法取得货

物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.政府采购制度则是采购政策、采购方

式、采购程序和组织形式等一系列政府采购管理规范的总称.

〔１９〕政府购买服务: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,把应当

由政府负责提供的一部分公共服务事项以及政府履职所需服务事

项,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,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和事业单

位承担,并由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费用的行为.

〔２０〕PPP (Public－Private－Partnership的缩写):即政府

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,指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、合理定价、财政

补贴等事先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,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

施等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,以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为特征,发

挥双方优势,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供给效率.

沈阳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１９年１月４日印发

(共印１４００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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